
作为2014年款揽胜极光上市以来国内

的首次试驾。说实话，在试驾之前，记者对

极光的越野实力有所怀疑，一个如此时尚、

耀目的车型能保持路虎家族贯有的硬派性

能吗？ 经过一天各种路况和专业越野场地

的体验，记者找到了答案。

率先搭载9速变速箱和智能主动动力

传输系统， 让耀目于外的2014年款揽胜极

光再次引领独到的内在科技。启动引擎，这

一秒看似沉静， 下一秒却势如破竹。240马

力的2.0升Si4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将全部

动力作用到车轮， 油门的踩踏动作中你能

清晰感受到它的脉搏。 在公路行驶过程中

全新搭载的ZF� 9速变速箱，带来人体无法

感知的响应和平稳换挡； 与之匹配的智能

主动动力传输系统，不间断监测道路情况，

并在300毫秒内进行四驱/两驱无缝切换，

以提升车辆的灵活性以及燃油经济性。

普通模式下，揽胜极光是优雅的舞者；

而一旦切入运动模式， 它俨然是角斗场上

的战士，空气中弥漫着发动机的轰鸣声。

2014年款揽胜极光的内在不止于此，它

让你拥有探索这座城市所需的一切。不用担

心等候红绿灯时油耗的浪费，智能启停技术

可减少不必要的发动机怠速等待；垂直泊车

辅助系统及自动泊位驶离功则能轻松进出

停车位；而包括排队辅助功能及智能紧急制

动在内的自适应定速巡航系统，更成为你的

另一双眼，让你尽情享受沿途风景。

所有契合美学的经典设计都不以牺牲

性能为代价。 活动现场搭建的四脚钢架

Pagoda以及驼峰路、 突破坑洼、 斜坡等项

目，高度还原了复杂严苛的路况，不仅让驾

驶者重新挖掘了自己的能力， 也再次打量

起揽胜极光内外兼修的双面性。

成都商报记者 刘爱妮

Ottimo致悦是广汽菲亚特旗下的首款

两厢车， 也是广汽菲亚特继菲翔之后的第

二款车。带着对这款车的好奇，近日，记者

参加了广汽菲亚特在成都为Ottimo致悦举

行的“新锐新势力”西部大区试驾会。

此次试驾会在成都非物质文化遗址园

内进行，除了在场地内体验车型的操控、动

力、 安全等性能外， 还特别增加了静音体

验。 记者所乘坐的致悦处在一间灯光完全

关闭的听觉体验馆中， 正对的电视屏幕上

正在播放着一部场面激烈的战争片， 巨大

的爆炸声让人震耳欲聋， 几乎听不见身边

人的说话声。但是当关上车窗后，车内非常

安静，静音效果非常出色。

除此之外， 记者在现场还进行了车身

外部及内部触摸体验，以及无钥匙进入、全

自动双区独立空调等先进功能。 让人惊讶

的是该车配备了同级最大8.4英寸U-con-

nectTM多功能触摸显示屏和只有高端车型

上才会应用的Nappa真皮等越级配置，让这

款定价不到16万的车顿时尽显“高大上”。

在操控试驾区和安全试驾区设置直线

紧急制动、直线加速、弧形弯、蛇形绕桩、麋

鹿测试、紧急制动等一系列试驾环节。充分

感受到了致悦1.4T-Jet高效涡轮增压发动

机配以7速双离合变速器的澎湃动力，以及

灵活的操控感和灵敏的制动效果。

成都商报记者 张煜

买新车 先看我们的试驾

到目前为止，60万元以下的城市SUV

中，Jeep自由光是唯一一个顺利通过了全球

最知名的四驱胜地Rubicon小道的城市

SUV。 不仅如此，Jeep自由光也是全系标配

了全球首款9速自动变速箱的一款车。

在这次试Jeep自由光的试驾活动中，一

位教练驾驶一辆Jeep自由光3.2L� Trailhawk

版攀爬、翻越驼峰。整个过程中，这位教练一

直把双脚悬在窗外， 仅用双手把控方向盘。

也就是说，在自由光攀爬驼峰和下坡的过程

中，完全没有用到刹车和油门，整个过程完

全靠这台车自行完成。

有人把Jeep自由光这套强大但操作简

单的越野系统称为 “傻瓜越野模式”。在

这套模式中，创新Active� Drive智能四驱系

统使自由光可以视道路情况自动在四驱、

两驱间无缝切换。同级罕有的低速四驱模

式可将扭矩放大近3倍。Trailhawk可锁止

后轴 ， 配合神奇的 “傻瓜越野 ”Se-

lec-Speed� Control系统， 驾驶者只需操作

方向盘换挡拨片调节车速，无需再控制油

门或刹车， 把控好方向盘即可轻松攀爬、

脱困、通过。

之所以被喻为傻瓜越野，还因为Jeep自

由光全系标配Selec-Terrain路况模式自选

系统，拥有同级最丰富的5种驾驶模式，无论

面对的是公路、雪地、沙地，还是泥地和岩

石，只要旋转中央旋钮就可随时转换车辆性

能取向，轻松应对各种路况。

试驾中让记者记忆犹新的另一项配置

就是同级唯一的增强型ACC自适应巡航系

统和增强型FCW前撞报警预防系统。 当前

方车辆过近， 以及当记者驾车偏离车道时，

这两套系统马上就发出警示。

成都商报记者 张煜

去年9月， 长安CS75首次在法兰

克福车展亮相， 本次试驾的车型均为

2.0L+6MT，1.8T+6AT的车型预计今

年6月份发布。 长安CS75将竞争对手

锁定为9万元左右起价的哈弗H6、奇

瑞瑞虎5、吉利GX7、江淮瑞风S5等中

国品牌主力紧凑SUV车型上。 下面让

我们一起来看，长安CS75究竟有没有

和其竞品车型叫板的底气？

长安CS75的主要亮点，是它足够

霸气的外观，意大利人操刀设计的外

观确实惊艳，这也是它能够吸引大家

的关注度的原因。 车身尺寸方面，虽

不是同级别当中最大的， 其2700mm

的轴距，也确实为其提供了相当充足

的空间。

顶配车型配备的7英寸中控彩色

大屏包含了GPS导航、 多媒体娱乐、

蓝牙在内的三大功能。 长安CS75提

供前后共计6个雷达探头，还配备了

实用性很高的右侧影像和倒车影

像。 在通过较窄的通道或是右前侧

有障碍物时， 可以让我们明确的得

知前方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 长安CS75配置上

的亮点就是长安在安全方面的细心设

计———车内逃生装置。 对于车辆因碰

撞或是意外落水导致车门车窗无法开

启时，逃生装置则显得十分重要。在车

辆尾箱门配有一个逃生开关， 车内人

员可以使用钥匙状的物品顶起并转动

即可开启尾箱。

在SUV市场井喷的今天， 自主厂

商都开始重视起紧凑型SUV市场。业

内人士认为， 长安CS75的惊艳出世，

可能会令其对手紧张， 而且意大利人

操刀设计的外观确实出色， 恰到好处

的内饰， 以及不逊色的动力， 良好的

NVH感受也使得这款车的档次提升

不少，让我们期待长安CS75上市后的

市场表现吧！

成都商报记者 周燃

近日,东南V5菱致与V6菱仕1.5T车型在

成都展开了一场探访古镇的驾乘体验之旅，

众多爱车消费者体验了一把东南Turbo车

型的魅力。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东南汽车V5菱致

与V6菱仕的1.5� T车型，你会发现，其整体

设计风格融入了更多的时尚元素，家族式的

大鹏展翅前脸、 犀利的晶钻立体前大灯、车

侧几笔简单却极富力度的线条，让整车的动

感跃然眼前。当然，东南T车型给我们的惊

喜并不仅限于此，新增的翔羽式镀铬进排气

饰孔以及双色镀亮运动铝圈，一股强劲运动

风扑面而来。在盘旋的羊肠山路上,经调校

后的V5菱致与V6菱仕1.5T的动力表现相当

出色,来自于三菱全铝涡轮增压发动机,东南

1.5T车型的动力性能明显高于同排量发动

机,相当于近2.0升的排量动力。东南V5菱致

1.5T与V6菱仕1.5T车型是为追求速度与激

情的80后专属打造。

成都商报记者 王聪

2014年一季度，包括路虎揽胜极光、沃尔沃全新V40CC、Jeep自由光、广汽菲亚特致悦、东南TURBO车型等多款

热门新车相继上市，其中有炙手可热的豪华SUV、精品小车，还有性价比家用车。成都商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试驾了这些新

到店的公路利器，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试驾体验，提供购车参考。

长安CS75

自主品牌

紧凑级

SUV搅局者

Jeep自由光

越野so� easy！

东南Turbo车型

羊肠山路 动力十足

2014款路虎揽胜极光

越野性能 绝不逊于耀目外形

广汽菲亚特致悦

只要十几万 体验“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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